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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车定位与制图技术现状以及
对发展中国月球车/火星车定位制图技术的建议
邸凯昌
中国科学院 遥感应用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100101

根据在美国研究和开发高精度火星车定位与制图技术的研究经验、以及参加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

车任务超过 4 年的业务化运行工作经验, 总结了目前国际上火星车导航定位和制图技术的现状, 对中国即将
开展的月球车和火星车登陆任务在导航定位和制图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

火星探测, 火星车定位, 地形制图, 光束法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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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匹配等。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主持的 2005 盛大挑战赛中, 5 辆无人驾驶汽车完成

在火星车探测任务中, 火星车的定位和地形制

了 212 km 的整个赛程, 用时从 6 小时 53 分到 12 小

图在任务实施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其一方面的应用

时 51 分不等。这一结果表明在沙漠环境中无人驾驶

是行进路线设计和安全导航, 即确定合适的行进路

车 辆 的 长 距 离 自 主 导 航 与 定 位 已 经 成 功 (Buehler,

线到达感兴趣的科学目标, 同时保证火星车行驶在

2006)。这些无人驾驶车辆配备了 GPS、惯性导航系

安全的地形坡度上；另一方面是为火星目标(如陨石

统(INS)、立体相机、雷达、激光扫描仪、里程表、

坑、出露的岩层等)的科学研究提供定位和 3 维地形

刹车和加速器传感器等大量的传感器。在月球和火

等不可缺少的基础数据(Squyres 等, 2004; Arvidson

星表面, 由于没有 GPS 卫星, 加之载荷和电能等的

等, 2004; Li 等, 2004)。美国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

限制, 这些传感器和导航定位技术多数无法直接

每天行驶几十米, 有时超过百米。截止到 2008 年 2

应用。

月底, 勇气号火星车已累计行驶了 6.67km, 机遇号

在 1997 年的美国火星探路者(Mars Pathfinder)

火星车已累计行驶了 11.07km, 它们在行驶过程中

任务中, 火星车 Sojourner 的车上实时定位是通过航

分别遇到了上山和下陨石坑等多种挑战, 高精度的

迹推算(里程表和惯性导航)实现的。另外, 从着陆器

定位和地形信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Li 等, 2005; Di

的立体影像中可以直接看到火星车并量测其位置,

等, 2008)。为了实现更多的科学探测目标, 未来的火

这种基于着陆器图像的火星车定位在地球上实施、

星车和月球车可能会降落在更复杂的地形上、每天

每 天 更 新 一 次 并 发 送 到 火 星 车 上 (Matthies 等 ,

需要行驶的距离也会更长, 这对定位和制图技术的

1995)。在围绕着陆器 10m×10m 范围内, 火星车综

精度和自动化程度就会有更高的要求。

合定位精度为 10%左右。这一精度在火星探路者任

移动机器人在室内外环境的定位与导航已被广

务中的短距离行驶是足够的, 但对于长距离的火星

泛研究, 常用的定位方法可分为航迹推算方法和基

车定位则需要提高精度。在整个火星探路者任务中,

于参考物的定位方法两大类(Jarvis, 1993; Borenstein

火星车的定位与导航是由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

等, 1997; Spero, 2004)。前者主要是指用里程表和惯

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实施的。

性导航器件等传感器定位；后一类方法包括全球定

近 10 年来, JPL 研究开发了多种行星探测车定

位系统(GPS)定位导航、基于地标的导航以及模型

位方法(Volpe 等, 1995; Olson & Matthies, 1998; Ol-

收稿日期: 2009-01-10; 修订日期: 200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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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2000), 最著名的并且在勇气号和机遇号上成功
应用的是视觉测程法(visual odometry, VO)(Matthies,
1989; Olson 等, 2000, 2003)。Schenker 等(2003)总结
回顾了 JPL 在行星探测车导航定位方面的研究开发
近况。JPL 在地球上曾实施了多次野外试验, 以验证
所开发的包括导航定位在内的火星车技术, 同时也
是火星表面探测任务的模拟演练。卡耐基梅隆大学
的机器人研究所为工业和军事应用研制了多种机器
人系统。近年来, 该研究所开发了 Hyperion 和 Zoë
火星车并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进行了探测生命的
实验(Wettergreen 等, 2005a, 2005b), 实验中所用航
迹推算定位方法达到了 3%到 5%的精度(Wettergreen
等, 2005a)。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也研发了基于里
程 表 、 INS 、 和 立 体 视 觉 相 机 的 导 航 定 位 技 术

图1

美国火星探测车及其科学与工程载荷

(Mauratle, 2003)。
俄亥俄州立大学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开

岩石区、岩石露头等。在其所装备的仪器中, 全景

发了基于摄影测量光束法平差的火星车定位制图技

相机 Pancam(panoramic camera)和微型热辐射光谱

术并在地球上进行了多次试验验证。1999 年, 在加

仪 Mini-TES (Mini-Thermal Emission Spectro-meter)

利福尼亚州银湖沙漠进行的雅典娜(勇气号和机遇

用于辨别感兴趣的关键目标。火星车根据精确的定

号火星车科学仪器总称)项目试验中, 用直升机模拟

位和导航数据行驶到指定目标后, 用“机械手”在

了火星车着陆过程并拍摄了降落图像、用 FIDO 火

岩 石 或 土 壤 表 面 放 置 穆 斯 堡 尔 光 谱 仪 (Mössbauer

星车在 1km 的行进路径中的多个摄站拍摄了立体图

Spectrometer)、α 粒子 X 射线光谱仪(Alpha Particle

像。综合应用降落图像和火星车图像的光束法平差

X-Ray Spectrometer) 、 显 微 成 像 仪 (Microscopic

在 1km 的距离内定位精度达到了 1m(即 0.1%相对定

Imager)或岩石磨损工具(Rock Abrasion Tool)进行更

位精度), 比 1997 年火星探路者任务中的火星车定

加详尽的地质分析数据的采集。所有这些操作都需

位精度提高了 100 倍(Li 等, 2002)。2000 年, 在同一

要精确的 3 维定位数据。

个试验场用另一对立体相机进行了另一次试验, 在

对地形制图和火星车定位而言, 导航相机

1km 的距离内设置了 18 个摄站, 仅用火星车图像的

Navcam(navigation camera)和全景相机 Pancam 最为

光束法平差也达到 1—2m 的精度(Di 等, 2002a)。用

重要。Navcam 是一对全色相机主要用于导航(Maki

同样的方法对火星探路者任务中 18 幅着陆器图像

等, 2003)；Pancam 是一对高分辨率多光谱相机, 主

和 6 幅火星车图像进行联合平差, 地面定位精度达

要用于对地质、地形、地貌等的科学研究(Bell 等,

8cm(Di 等, 2002b)。基于光束法平差的火星车定位制

2003)。它们安装于同一根相机横杆上(图 1), 相机杆

图技术经过不断改进与加强, 已成功应用于勇气号

可以在水平方向旋转 360°, 垂直方向旋转±90°, 使

和机遇号从着陆开始至今的业务化运行(Li 等, 2005;

得两对相机都可以方便地拍摄全景图像。这两对立

Di 等, 2008), 有关细节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

体相机的几何参数列于表 1, 它们的 3 维测图能力在
(Di & Li, 2007) 一文中已作了详尽分析。

2

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的定位与
制图

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的实时导航系统主要包
括惯性测量器件(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和
表1

在美国宇航局 2003 火星探测车任务中, 勇气号

导航相机和全景相机的几何参数
Navcam

Pancam

20cm

30cm

和机遇号火星车携带相同的科学和工程仪器(如图 1

立体基线

所示)(Li 等, 2005)于 2007 年 1 月 4 日和 25 日分别在

相机主距

14.67mm

43mm

古 谢 夫 陨 石 坑 (Gusev Crater)和 梅 里 迪 亚 尼 平 原

图像大小

1024×1024pixels

1024×1024pixels

(Meridiani Planum)成功着陆。为了实现任务的科学

像素大小

12μm

12μm

目标, 火星车探测的重点是关键地形、土壤沉积、

视场角

45°×45°

16.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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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表。全景相机不定期地对太阳拍照经过计算可

时的地球日长 40 分钟)。首先, 火星车根据上传的工

更正火星车的方位角。火星车的位置、姿态和相机

作计划行驶到感兴趣的区域或目标, 获取图像及其

模型参数等作为遥测数据存储和传输, 同影像数

他数据, 并传输到地球的深空网；JPL 的多任务图像

据一起提供给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应用或作进一步的

处理实验室(Multimission Image Processing Labora-

处理。

tory, MIPL)将数据进行预处理, 将数据和处理结果

火星车探测的中长期计划一般是在卫星图像上

分发到有关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进行进一步的多种科

做出的, 而短期计划是在地面图像(火星车的导航或

学和工程分析；在数据处理和分析结果(包括高精度

全景相机图像)上量测做出的。为了使短期计划和中

定位和地形制图结果)的基础上, 项目成员提出下一

长期计划有效地结合起来, 火星车的定位不仅要确

步火星车活动的建议并提交每天召开的科学运行工

定火星车当前位置相对于以前位置的距离和方位,

作组(Science Operations Working Group, SOWG)会

还需要确定火星车在卫星图像上的位置。确定火星

议讨论, 综合考虑中长期战略的重要性、短期战术

车的行驶路径并与卫星图像对应起来, 使得基于火

的需要、火星车资源和约束等因素决定明天的工作

星车的科学观测能够同卫星图像上的观测做多尺度

计划并将命令上传至火星车, 待火星车明天自动执

对比分析和相关分析, 这对于火星探测过程中的科

行(Li 等, 2007c)。

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MIPL 在数据下传后的几个小时内完成数据预

火星车着陆后, 首要的任务是着陆点定位, 即

处理工作, 生成影像镶嵌图、线性化(核线重采样)

确定着陆点的经纬度及其在卫星图像上的位置。多

立体影像、深度图等, 以支持科学研究和工程作业

个小组分工协作, 综合运用无线电追踪定位、卫

(Alexander 等, 2006)。JPL 开发的科学活动策划者

星图像和火星车图像上地标(山峰、陨石坑等)对比

(Science Activity Planner, SAP)软件系统是科学家们

和三角交会定位等方法, 分别确定了两个着陆点的

日常使用的一个软件工具, 可以方便地浏览和显示

精确位置(Li 等, 2005, 2006, 2007a), 具体方法不再

下传的图像、深度图、镶嵌图等, 还可以量测和定

赘述。

义科学目标(Norris 等, 2006)。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

火星车定位与制图数据处理周期

究组开发了 MarsMapper 软件, 利用地面图像和卫星

火星车导航定位和制图的业务化运行过程可以

图像基于光束法平差法进行高精度的火星车定位处

用空间数据处理的周期来描述(如图 2 所示)(Li 等,

理并生成多种类型的地形制图产品支持火星车每天

2007c), 一个周期即一个火星日(称为 sol, 比 24 小

的业务化运行(Li 等, 2005; Di 等, 2008)。

2.1

图2

火星车定位和制图的空间数据处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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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正。火星星固参考系统主要用于从卫星图像上
量测火星表面目标。

标参考系统, 有介绍如下：火星全球参考系统主要

火星车着陆后, 为便于作业, 定义了一系列的

包括火星惯性参考系统和火星星固参考系统(Li 等,

工作区局部坐标系(Site Frame), 其 X 轴指向当地北

2004)。惯性参考系统即国际天球参考框架(Ma 等,

方向, Z 轴向下与法线方向重合, Y 轴向东与 X 轴和

1998), 原点在火星质心, 主要用于飞行器导航以及

Z 轴构成直角坐标系。第一个工作区坐标系(Site 0)

从地球或火星卫星上对火星着陆器和火星车进行无

的原点在着陆点中心, 相邻工作区坐标系的相互关

线电跟踪定位。火星星固参考系统原点也在火星质

系用一个 3 维平移向量和一个四元组定义的旋转矩

心, 其 Z 轴与旋转轴重合正方向指向北极, X 轴在赤

阵确定(图 3)(Di 等, 2008)。第一个工作区坐标系又

道平面内正方向指向中央子午线, Y 轴与 X 轴和 Z

被定义为着陆区局部坐标框架(Landing Site Local

轴构成右手直角坐标系。在星固参考系统中, 火星

frame, LSL), 所 有 的 摄 影 测 量 定 位 制 图 工 作 都 在

的形状用圆球来近似, 纬度向北为正, 经度向

LSL 中进行。

图3

工作区及火星车坐标参考系统

火星车的 Pancam 和 Navcam 的相机几何模型

SAP 所处理和应用的定位信息都是在各个工作区坐

为 CAHVOR 和 CAHV 模型(Maki 等, 2003; Alex-

标系中独立进行的, 各工作区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ander 等, 2006), 原始影像用模型 CAHVOR 模型, 线

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定位和制图是在统一的 LSL 坐

性化核线影像用 CAHV 模型。CAHV 用 4 个三元素

标系中进行的。

的向量(C, A, H, V)来表达从地面坐标到图像坐标的
变换(Yakimovsky and Cunningham, 1978), Gennery

2.3

火星车定位

增加一个向量 O 和一个三元组 R 用以描述径向畸变,

火星车的行驶主要有两种模式：
“盲”行驶(blind

从而将 CAHV 模型扩展为 CAHVOR 模型(Gennery

driving)和“自主”行驶(autonomous driving)。在自

等, 2006)。所有的相机模型都定义在火星车参考系

主行驶模式下, 避障相机(Hazard Avoidance Camera,

统(rover frame)中, X 轴指向前方、Z 轴向下、Y 轴向

Hazcam)和避障导航软件打开运行, 在盲行驶模式

右(见图 3 中的 XR, YR, ZR)。CAHVOR 相机模型同

下 不 使 用 避障 相 机 和 软件 。 典 型 的行 驶 一 般 是 在

惯常用的包含内方位元素和外方位元素的摄影测量

Pancam 或 Navcam 上能精确量测的距离内先用盲

相机模型有着内在的不同, 但能够以足够的精度转

模式行驶, 然后用自主模式行驶。由于自主行驶

换至摄影测量模型(Di & Li, 2004)。为了影像匹配的

计算耗时, 所以自主行驶的距离一般比盲行驶的距

便利, 选用 Pancam 和 Navcam 的线性化核线影像进

离短。

行火星车定位制图处理。首先将影像的 CAHV 转化

如前所述, 火星车的初始定位是用里程表和

为摄影测量模型, 经过一系列的平移和旋转从火星

IMU, 辅以不定期的基于太阳图像的方位角改正。这

车坐标系转至工作区坐标系和 LSL 坐标系做摄影测

种定位方法在火星车上下坡或行驶在松软的土壤上

量处理(Di 等, 2008)。需要时, 在 LSL 坐标系中的定

时会由于车轮打滑而产生较大的误差。视觉测程法

位和制图产品可根据着陆点中心(即 LSL 原点)的经

(VO)被应用在火星车短距离行驶中, 导航相机连续

纬度坐标转换至火星星固参考系统中, 以便于与卫

地获取立体图像(间距小于 0.75m), VO 算法在 2 维影

星影像制图产品相比较。需要说明的是, MIPL 和

像平面和 3 维地面空间追踪兴趣点并估计相对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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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方位(Matthies, 1989; Olson 等, 2000, 2003)。勇
气号和机遇号用的是 20 MHz 的 RAD6000 CPU, 处
理一个立体像对大约需要 3 分钟, 因此车上实时 VO
只用在短距离的行驶, 一般是在容易打滑的区域或
接 近 特 定 目 标 时 使 用 (Biesiadecki and Maimone,
2005; Cheng 等, 2006)。在整个火星车行驶路径中,
大部分是盲行驶, VO 无法使用。
2.3.1

基于光束法平差的火星车定位方法
基于光束法平差(Bundle Adjustment)的定位由

俄亥俄州立大学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在地球
上实施。其基本思想是将火星车拍摄的 Pancam 和
Navcam 全景图像和立体图像通过影像连接点(在不
同影像上相同的特征点, 如同一块岩石的尖顶)连接
起来构成一个连续的影像网, 通过对影像网的光束
法平差提高影像位置和方位参数以及地面点位置的
精度和一致性, 从而实现火星车的长距离高精度定
位(Li 等, 2004, 2005; Di 等, 2008) 。Pancam 全景图
像一般在需要有大量的科学探测活动的少数位置拍

图5

自动选取的立体像对内(蓝“十”字)和相邻立体
像对间(红“十”字)的连接点

摄, Navcam 全景图像则在更多的位置上频繁拍摄。
为了实现定位目的, 在长距离行驶(比如大
于 70m)的中点拍摄前后视的立体图像, 称为导线图
像(Traversing Images)。 导线 图像 作 为桥 梁把 前 后
两站的全景图像连接起来(图 4)(Di 等, 2008)。

图4

火星车行驶路径及由全景图像和导线
图像构成的影像网
图6

保证影像网光束法平差成功和高精度的关键之
一是影像网的几何强度要高, 也就是说要选取足够
的分布均匀的影像连接点。火星车在同一个摄站拍
摄的全景图像立体像对内和相邻立体像对间的连接
点可以全自动获取, 其算法过程包括基于 Förstner

相邻摄站间的连接点

相邻摄站间连接点的选取十分具有挑战性。由
于要选择连接点的图像是火星车在几十米以外不同
的位置和方位拍摄的, 同一地物在相邻摄站间图像
上的形状大小可能完全不同, 还可能有遮挡和光照
不同的情况。此类连接点的选取在以前大部分时间

算子的兴趣点提取、兴趣点立体匹配、视差校验和

是人工交互选取的, 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Di et

网格法连接点选择(Di 等, 2002b; Xu 等, 2002)。图 5

al., 2008)。图 6 显示了一个相邻摄站间连接点的例

是两个相邻立体像对上自动选择的连接点(Di 等,

子：图 6(a)和图 6(b)为一个摄站上的前视立体图像,

2008), 图 5(a)和图 5(b) 为一个立体像对, 图 5(c)

图 6(c)和图 6(d)为相邻摄站上的后视立体图像, 图

和图 5(d)为相邻的另一个立体像对, 蓝“十”字为立

6(a)和图 6(c)为放大 200%的图像, 图 6(b)和图 6(d)

体像对内的连接点, 红“十”字为立体像对间的连

为原始大小(100%)图像。可以看出, 同一块岩石在

接点。

两个摄站图像上大小显著不同, 两块岩石在影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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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的实用性和高效率。

的火星项目组开发了一套新颖的连接点选取方法,

由于火星上没有绝对的地面控制点, 火星车定

通过密集匹配、岩石提取、岩石建模、岩石模型匹

位的精度评定无法用地球上常用的对比平差位置和

配和分布模式匹配等步骤, 实现相邻摄站间连接点

地面真实位置的方法来进行。鉴于此, 用光束法平

的自动选取(Li 等, 2007c)。这一新技术已经应用在

差后对同一个目标在不同摄站拍摄的不同影像上量

勇气号火星车定位的日常作业中, 大大提高了定位

测的一致性来评价精度, 即 3 维精度用在相邻两个

的效率。

摄站(用平差后的外方位元素)所量测的多个目标位

除了影像网有足够的分布均匀的影像连接点,

置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来表征；从一个摄站量测目

好的平差模型和平差方法对最终定位结果也至关重

标的 3 维位置投影到另一站的影像上, 用投影坐标

要。在传统的基于共线方程的基础上, 开发了类似

与 另 一 站 的影 像 上 的 量测 坐 标 之 差的 绝 对 值 的平

于序贯平差的递增式光束法平差方法以提高计算的

均值表征 2 维精度。典型的精度为, 平差前由于误

效率(Ma 等, 2001; Li 等, 2002)。针对火星车立体相

差的累积 3 维误差可达几十米, 2 维误差为几十、几

机左右影像相对位置和方位固定的特点, 将原有的

百甚至几千个像素；平差后 3 维精度提高到厘米

平差模型扩充为带约束条件的光束法平差, 提高了

至分米级, 2 维精度为 1 个像素左右(Di 等, 2008)。

平差的精度和可靠性(Di 等, 2004)。另外还开发了一

另外, 将光束法平差定位结果与高分辨率的卫星

种光束法平差的快速算法, 在不损失精度的前提下,

图 像 上可 以观 测 到的 着陆 点 位置 和部 分 车辙 痕迹

使运算速度提高了 100 倍以上(Di 等, 2004)。这些对

进 行 了 对 比 分 析 , 结 果 也 是 令 人 满 意 的 (Di 等 ,

光束法平差的开发和扩充保证了该方法在火星车运

2008)。

图7

勇气号火星车路径图(截止到第 700 个火星日)

2.3.2 ٛ 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的定位
自勇气号火星车着陆, 迄今为止一直采用光束

Bonneville 陨石坑边缘、向东南穿过一望无际的平

法平差对其定位, 根据定位结果每天生成平差后的

为了说明光束法平差定位的效果, 图 8 显示了

火星车路径图。图 7 为截止到第 700 个火星日的勇

从 154 到 670 个火星日的局部路径对比图(Di 等,

气号火星车路径图, 背景图为经过几何校正的 MOC

2008)。图中蓝线根据遥测数据(航迹推算加少量的

(Mars Orbiter Camera)卫星图像。红色的线为光束法

VO 改正)生成, 红线是经过光束法平差生成。这一

平差计算出的路径, 线上的白点为火星车停下来拍

段路径勇气号行驶在 Husband 山的山坡上, 车轮打

摄图像的摄站, 在每一个摄站都经过了光束法平差

滑现象比较严重, 因而蓝线有较大的误差。两条路

定位处理。火星车路径图清楚地显示了勇气号从着

径从头至尾的累积差别为 67.9m, 占 1.85km 累积距

陆点“哥伦比亚纪念站”开始向东北行进至

离的 3.7%；相对累积误差在第 337 个火星日达到最

原、然后登上 Husband 山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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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号火星车局部路径对比图(蓝线根据遥测数据生成, 红线经过光束法平差生成)

大, 为 10.5% (56.6m 累积误差, 540.6 m 累积距离)。

缘进行图像获取和量测后驶入坑内, 进行了长达

这一对比表明, 由于光束法平差定位是根据真实的

318 个火星日的详尽探测, 然后驶出 Endurance 坑一

影像计算而得, 因而能够消除车轮打滑带来的显著

路向南, 继续探索其他的陨石坑。
自机遇号在“鹰坑”内着陆至第 62 个火星日, 基

定位误差。精确的定位信息和地形图为火星车安全
有效登上山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光束法平差的定位处理改正了由于车轮打滑带来

图 9 为机遇号火星车截止到第 680 个火星日的

的高达 21%的定位误差(Li 等, 2005, 2007a)。此后,

路径图(Di 等, 2008)。机遇号着陆到一个被命名为

由于该区火星表面几乎没有岩石等明显特征, 行驶

“鹰坑”的小陨石坑里(直径 22m), 在坑里对出露的

距离过长而没有拍摄图像, 使得基于光束法平差的

岩层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后驶出, 向东行驶 685.4m

连续定位方法无法实施。在能够观测到明显特征(如

至一个称为 Endurance 的大陨石坑, 在陨石坑的边

陨石坑)的地方, 用火星车图像产生的正射影像同卫
星影像地图对比来对机遇号火星车定位。作为光束
法平差定位方法的替代, 这种地面图像与卫星图像
对比的方法保证了机遇号火星车定位和探测业务的
正常实施。
2.4

地形制图
在上述光束法平差的基础上, 用 MarsMapper 摄

影测量定位和立体测图软件辅以其他通用制图软件
(如 ArcGIS 和 Surfer 等)可以方便地生成数字地形模
型(DTM)、正射影像、等高线图、3 维透视图、坡度
图等多种图件, 制图技术的细节可参考其他文献
(Xu, 2004; Li 等, 2004, 2005; Di 等, 2008)等。值得一
提的是, 由于固定于相机杆上的立体相机基线有限,
在单个摄站获取的全景图像的测图能力也是有限的,
例如 Navcam 在 27m 内、Pancam 在 55m 内量测精
度在 1m 之内(Di & Li, 2007)。测量大目标和远距离
的目标(如 Husband 山和 Endurance 陨石坑)就需要将
多个摄站的影像通过光束法平差集成起来构成多基
线和长基线一起测图。这一技术大大扩展了火星车
的测图能力, 在业务化运行过程中多次发挥关键作
用。下面是一些典型的制图产品示例。
图 10 是用勇气号火星车在第 45 个火星日拍摄
图9

机遇号火星车路径图(截止到第 680 个火星日)

的 Navcam 全景立体图像自动生成的正射影像(Li 等,

108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遥感学报

2009, 增刊

2006), 分辨率为 1cm。这样的正射影像在火星车停
下来拍摄图像的所有摄站(图 7 中的白点)都自动生
成。图 11 为用机遇号火星车拍摄的第一个 Pancam
全景立体图像生成的“鹰坑”的 3 维模型, 由正射
影像叠加在 DTM 上制作而成(Li 等, 2007a)。图 12
和图 13 分别为 Endurance 陨石坑 DTM 的 3 维显示
和正射影像拼图(Li 等, 2007a)。由于该陨石坑很大
(直径为 156m), 用一个摄站的 Pancam 全景立体图
像无法精确测绘距离远的一侧坡上的地形。为解决
这一问题, 应用 4 个摄站的影像数据集成测图, 一
是在西部边缘所拍摄的 Pancam 全景立体图像, 二是

图 12

Endurance 陨石坑 DTM 的 3 维显示

在东南部边缘所拍摄的 Pancam 全景立体图像, 另外
两组数据是在陨石坑底部两个位置拍摄的 Pancam
全景单个图像, 它们构成长基线立体像对进行 3 维
测图。多摄站集成测图的关键是对所有有关图像进
行光束法平差, 以提高测图精度和一致性。如此生
成的 Endurance 陨石坑 DTM 和正射影像在选择火星
车进坑、坑内行驶和出坑路径以及在对该陨

图 13

Endurance 陨石坑的正射影像拼图

石坑详尽的科学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Li 等,
2007a)。
图 14 是 Husband 山顶 DTM、等高线和火星车
路径的 3 维显示(Di & Li, 2007), 此 DTM 是由从第
576 到 609 个火星日勇气号火星车用 Navcam 和
Pancam 在多个摄站拍摄的全景立体图像经平差后
综合处理而成, 覆盖 230m×180m 的范围, DTM 地面
分辨率为 0.5m。该 DTM 和派生出的等高线图和坡
图 10

勇气号正射影像图(60m×60m)

度图在计划到山顶和内盆地的路径时十分有用。
为使勇气号火星车在当地冬天时能够得到充分
的太阳照射而保持足够的电能, 专门制作了向北坡
度图来表征在南北方向上的坡度(Di 等, 2006)。图 15
是在 Husband 山顶、内盆地和“本垒”(Home Plate)
地区的向北坡度图, 其中背景图是用卫星图像生成
的向北坡度图, 中心的小图由火星车图像生成。图
中负值表示为坡向朝南, 正值表示为坡向朝北。由
于火星车在赤道以南, 朝北的坡即为向阳坡。向北
坡度图与一般坡度图相结合选取从 Husband 山顶经
过内盆地到“本垒”的路径, 既保证了勇气号行驶
在安全的坡度上不致翻车, 又行驶在向阳的坡度上

图 11

“鹰坑”3 维透视图(正射影像叠加在 DTM 上)

获取足够的太阳能度过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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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立大学火星 Web GIS
俄亥俄州立大学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还

开 发 了 一 个 基 于 万 维 网 的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火 星
Web GIS 系统, 用于两个火星车的定位信息和地形
制图产品的发布和管理(Li 等, 2007c)。用户可以用
通用的互联网浏览器(如 Internet Explorer)方便地查
询和显示最新的火星车路径、正射影像、DTM、等
高线图、坡度图、陨石坑 3 维模型、科学家们定义
的探测目标等信息以及相关的卫星影像地图(如图
16 所示)(Li 等, 2007c)。该系统基于 ArcIMS®开发,
图 14

Husband 山顶 DTM、等高线和火星车
路径的 3 维显示

用户可用放大、缩小、漫游、查询、量算等通用的
GIS 工具(见界面左侧的按钮)对地图进行操作。到地
图放大到足够大时, 在各个火星车摄站可以看到获
取影像的指示线, 点击指示线就可以从超链接窗口
显示原始的火星车图像。该 Web GIS 网站在火星车
运行过程中用密码保护, 仅提供给参与该任务的科
学家和工程师们。典型的和阶段性的定位和制图成
果除公开发表外, 还提供给美国宇航局的公共网站
和有关媒体, 供科普之用。

3

中国月球探测简况
近期中国的月球探测“嫦娥计划”以不载人月球

探测为宗旨, 分为 3 个发展阶段(欧阳自远, 2003,
2005)：
第 1 阶段(2004—2007 年)：环月探测。研制和
图 15

在 Husband 山顶、内盆地和“本垒”
地区的向北坡度图

图 16

发射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 1 号卫星, 对
月 球 进 行 全球 性 、 整 体性 与 综 合 性探 测 。 主 要 目

火星 Web GIS 用于访问勇气号火星车行驶路径和制图产品的一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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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获取月球高精度 3 维立体图像；并对月球表

高前主要用于短距离关键路径上的定位；基于光束

面的环境、地貌、地形、地质构造与物理场进行探

法平差的定位方法不需要短距离连续拍照, 可以在

测。勘察月球 13 种有用元素的分布特点与规律；勘

火星车整个路径上进行, 定位精度高, 但尚未达到

测月壤的特征与厚度并估算核聚变发电燃料氦-3 的

全自动化。建议以航迹推算为基础, 将视觉测程法

分布与资源量；探测地—月空间环境。

和光束法平差集成起来, 用车上和地球上两个系统

第 2 阶段(2007—2012 年)：月面软着陆器探测
与月球车月面巡视勘察。发射月球软着陆器, 试验

版本进行月球车/火星车的定位, 尽可能在保证定位
精度的前提下, 实现高效率的长路径定位。

月球软着陆和月球车技术, 就地勘测着陆区区域的

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上定位月球车/火星车

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石成分与分布, 就位探测

的位置也十分重要。在着陆前, 可以用立体卫星图

月壤层和月壳的厚度与结构, 记录小天体撞击和月

像结合激光测高数据对着陆区进行高精度的地形测

震, 开展月基极紫外、低频射电和光学天文观测, 并

图, 光束法平差是提高测图精度的有效手段。在此

为月球基地的选择提供基础数据。

基础上, 还可以对着陆后可以观测到的地形特征进

第 3 阶段(2012—2018 年前后)：月面自动采样

行可视化分析, 为着陆后第一时间对着陆器定位提

返回。发射小型采样返回舱, 进行就地勘测着陆区

前做好准备。探测车开始行驶后的定位结果也要通

区域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石成分与分布, 就

过坐标变换随时标注在卫星影像地图上。

位探测月壤层和月壳的厚度与结构, 记录小天体撞

简言之,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 探测车定位和制

击和月震, 探测月球内部结构；采集关键性月球样

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突破的技术有：基于影像的自

品返回地球, 举行系统深入研究。

动定位技术与其他传感器(里程表、惯性导航系统等)

目前中国月球探测一期工程已完美谢幕, 二期

数据的集成、地面影像的全自动实时光束法平差定

工程已经立项和展开。着陆器和巡视器(月球车)技术

位处理、实时立体测图、障碍规避与最优路径选取、

是二期工程中的重要关键技术。期望本文所总结和

卫星数据(卫星影像与卫星测高数据)和地面数据中

介绍的火星车定位与制图技术与经验对中国探月二

大目标(山峰、陨石坑等)的自动识别、匹配和联合定

期工程以及以后的火星探测工程中的巡视器定位与

位等等。研究目标是实现定位和导航的全自动化、

制图具有借鉴作用。

实时处理和高精度。
需要强调的是, 月球车/火星车的定位不是被动

4

对发展中国月球车/火星车定位与
制图技术的建议
美国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探测任务取得了空

前的成功, 其业务化运行过程中所使用的火星车定
位导航和制图技术以及日常运行的经验无疑值得中
国借鉴。在中国探月计划的登陆和以后的火星登陆

地等待获取数据后处理, 而是应该指导探测车行驶
过程中定位和制图数据的获取, 以达到满意的精
度。在地球上研究开发和野外实验时, 应根据立体
相机的几何参数进行最优路径设计(Di 等, 2002a; Li
等, 2007b), 研究定位数据获取的方案及其可达到的
精度, 比如要达到规定的定位精度(例如 1%)摄站间
的最远距离应该是多少米、前后视还是侧视图像好、

任务中, 月球车和火星车定位导航和制图对于实现

相邻摄站间最少需要选取多少个连接点、它们的空

着陆后的科学和工程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

间分布应该是怎样的等等。对于远距离大目标的测

于成熟的技术, 应当经尽快消化吸收, 进而开发新

图, 要研究多摄站长基线布设方案。通过理论推演

的核心技术, 使得中国的月球车/火星车导航定位技

和野外验证, 这些最优路径方案和多摄站测图方案

术一开始就与美国和欧洲处于同一水平。

就可以指导探测车实际运行时的数据获取, 会大大

在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运行过程中, 航迹推
算、视觉测程法和基于光束法平差的定位方法都得

提高导航定位和制图的效率, 对相关的科学研究也
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到了应用。基于里程表和 IMU 的航迹推算方法在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月球和火星到地球距

轮打滑时会有较大误差, IMU 所量测的方位角随时

离显著不同所带来的信号传输时间的明显差别, 月

间有漂移误差, 用太阳影像可以改正方位角误差；

球车和火星车的运行和整个数据处理周期可能大不

视觉测程法应用于车上实时定位, 但由于需要在很

相同, 有关的导航定位和制图技术的执行方式可能

短距离连续拍照, 运行速度嫌慢, 在速度大幅度提

也需要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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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是根据笔者在美国多年的研究经历及参加
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探测任务超过四年的业务化
运行工作经验总结而成, 概述了国际上火星车定位
导航和制图技术的现状, 重点介绍了勇气号和机遇
号火星车业务化运行过程中关键的定位与地形制图
技术。最后对发展我国月球车/火星车定位与制图技
术提出了一些建议, 仅供参考,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conversion for planetary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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